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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变化通过改变生态系统结构和

功能，显著影响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

严重威胁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及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在综述全球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

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以“压力—状态—响应”
框架为主线，主要内容包括:① 通过对过去 30
年全球变化背景下主要生态系统的变化及驱

动机制分析，揭示全球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

的影响与作用机理;② 发展和完善多因子、多
元素耦合的生态系统机理模型和全球尺度的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揭示气候变化对生

态系统生产力与碳固持、水源涵养、土壤保持

等生态系统主要调节服务的影响机制和效

应;③ 在此基础上综合分析全球变化背景下

的环境要素特征与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形

成面向全球变化的生态功能区划方案，并根

据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的生态系统服务提供

能力，提出适应性管理对策。研究结果对于

我国减缓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提高国际

学术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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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研究的

重要性

全球变化是指自然和人为因素引起的全球性环

境变化，主要包括气候变化、大气成分变化，以及土

地利用 /覆被变化。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能够从

生态系统中获取的各种惠益，主要包括供给服务、调

节服务、支 持 服 务 和 文 化 服 务 ( Daily and Matson，

2008，Schrter et al． ，2005 ) 。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

征的气候变化已导致了许多地区的水资源短缺、生

态系统服务退化和巨灾风险增加等一系列生态环境

问题。Ｒunting 等( 2017) 通过综合全球 1567 篇相关

文献，发现气候变化对大多数( 59% ) 生态系统服务

都具有负面影响，而且未来还会逐渐增强。气候变

化已经强烈影响到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并且未来

可能导致进一步恶化，因而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挑战。

全球变化生态学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陆地生

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在植被动态模型模拟、生

物多样性维持的宏观机制、碳循环研究等方面取得

了重要进展( Isbell et al． ，2011; Piao et al． ，2010) 。

2014 年开始的未来地球计划( Future Earth) 则进一

步整合了 IGBP 等全球变化研究计划，逐步拓展到了

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FE，2014) 。维持和改善生

态系统服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生态系

统服务能够连接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功能及其社会

价值表征，是现阶段“自然—社会”耦合系统研究中

最为活跃的综合领域之一。全球气候变化通过改变

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生态系

统服务的提供，理解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

响机制和效应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

近年来，国内外围绕生态系统服务内涵、类型划分、

经济价值评估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又在形成机

理、相互关系和区域集成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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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机构都开展了全国

乃至大陆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 Ouyang et al． ，

2016) 。但由于方法不同，时间不匹配，很难进行比

较分析和综合集成，迫切需要利用统一标准开展全

球尺度生态系统服务的系统评估。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 政策平台( IPBES) 也主要关

注国家尺度以上的评估，即区域、次区域和全球尺度

( IPBES，2016) 。

气候变化导致的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的改变增

加了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的不确定性，需要研究在各

种可能变化情景及转折和突变条件下的适应措施，

但目前还缺乏把气候变化耦合到生态系统服务评估

和决策中的研究。如何有效评估和预测生态系统对

气候变化的响应是其根本，模型是模拟未来全球气

候变化及其对陆地生态系统影响的有效手段。发展

耦合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的过程机理模型，建立适

应气候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揭示全球气

候变化对生态系统主要调节服务的影响和生态系统

对全球变暖的适应机制，并进行未来情景分析和演

变趋势预测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不同

的生态区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和反馈不同，因此，按自

然—生态区来研究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最为适宜( Ｒaudsepp-Hearne et al． ，2010 ) 。区划研

究一直是地理学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与核心，长期以来

在中国更是备受关注。近年来信息技术发展更好地

解决了区划指标的空间属性及其表达水平问题，促进

了区划界线精度的提高。开展面向服务评估的生态

系统分类和全球生态功能区划可以为全球生态系统

服务保护、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提供针对性决策依据。

综上，有必要通过发展机理模型和生态系统服

务评估指标与方法，揭示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生产

力及碳固持、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等主要调节服务的

影响机 制 和 效 应 ( Feng et al． ，2016; Tian et al． ，

2016; Wang et al． ，2016) ，并根据未来气候变化情景

下的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能力，按生态功能分区提出

适应性管理对策。预期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减缓和适

应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提高国际学术影响力都具有重

要意义。

2 关键科学问题和主要研究内容

2． 1 科学问题
全球变化通过改变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显著

影响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严重威胁了人类

的生存环境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亟待科学认

知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双重影响下的生态系

统变化过程与机制，预测其变化趋势，提出生态系统

管理的有效策略，以维持人类生存和持续发展的适

宜环境。针对全球变化及应对所需的基础科学支

撑，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围绕全球变化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与作用机理，以“压力—状态—响

应”框 架 为 主 线 ( 图 1 ) ，主 要 包 括 3 个 关 键 科 学

问题。

图 1 全球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研究主线

( 1) 生态系统变化的驱动因子及其驱动机制

全球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是多尺度、多层次

的，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演变同时受气候变化和

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系统分析全球及典型生态系

统的演变趋势，识别关键驱动因子，定量评价生态系

统结构与功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动态响应。利用遥

感技术提供全球和区域尺度上空间明晰的生态系统

连续变化数据，综合观测数据与生态系统模型模拟

结果分析主要驱动因子及其驱动机制，明晰生态系

统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

( 2) 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的影响机理

生态系统服务的产生取决于生态系统结构和过

程，气候变化通过作用于生态系统结构与过程的相

互作用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模型是揭示生态

系统结构—过程—服务功能的相互关系的有效工

具。本研究通过多技术融合、多尺度结合和多因素

综合的研究手段，通过发展生态系统和水土过程模

型和全球尺度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认识气候变

化对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的影响机理，为生态系统管

理提供理论基础和决策支持。

( 3) 面向全球变化的生态功能区划方法与生态

系统管理策略

认识自然要素的分异规律，分析生态系统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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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和差异性，开展生态系统分类和功能区划，研究

其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是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和管理

的基础。本研究拟利用遥感与空间分析技术，结合

地理学和生态学理论，开展面向服务的生态系统分

类，实现全球尺度的生态功能区划和制图，明确主要

生态类型的格局和演替规律，针对性提出生态系统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管理建议。

2． 2 研究内容
围绕关键科学问题，有必要选择在全球尺度有重

要意义的生产力及碳固持、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等重

要调节生态系统服务，针对 4 项研究主题( 图 2) ，从以

下 3 个方面开展研究。

图 2 全球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

( 1) 全球变化背景下主要生态系统的演变规律

及驱动机制

综合生态系统定位观测和遥感监测提供的全球

和区域尺度上空间明晰的生态系统连续变化数据，

开展面向服务评估的生态系统分类，分析过去 30 年

来全球生态系统分布、空间格局特征，以及生态系统

类型转移和数据时序动态变化情况，总结生态系统

面积和分布、结构和主要功能的变化规律和趋势。

通过模型模拟生态系统对于气候变化( 如温度和降

水) 、大气成分( 如 CO2 浓度) 变化以及土地利用 /覆

被变化的响应及其反馈机制，分析城市化、人口、经

济发展等人文因素的影响，确定全球生态系统变化

的自然和社会驱动机制。

( 2) 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主要服务功能的影响

机制和效应分析

改进多因子、多元素耦合的生态系统机理模型，

揭示全球变化不同因子对陆地生态系统生产力和碳

固持服务的影响机制; 定量化过去 30 年陆地生态系

统生产力及碳源汇强度的时空格局变化趋势及其驱

动因素; 预测未来 100 年在气候变化作用下( 包括全

球增暖 1． 5℃ ) 陆地生态系统生产力和碳固持服务动

态; 分析关键区域( 热带和高纬度) 陆地生态系统生

产力和碳固持服务对全球变化的响应。

研究过去 30 年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系

统水源涵养服务的影响机理; 改进生态水文模型，综

合评估气候变化情景下未来 100 年全球及中国生态

系统水源涵养服务能力变化特征; 以全球典型流域

为研究对象，阐明全球重点流域径流变化趋势及影

响因素; 分析气候变化对干旱半干旱区人—地耦合

系统水资源分配状况的影响。

建立适应全球气候变化的土壤保持服务评估方

法，评估过去 30 年全球及中国土壤保持服务变化;

分析气候变化情景下未来 100 年全球及中国土壤保

持服务变化趋势; 揭示全球典型流域、干旱区气候变

化和人类活动对土壤保持服务的影响机制与效应。

( 3) 全球生态功能区划与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

对策

在充分认识生态系统特征的基础上，研究生态

系统服务的分布，生态胁迫过程和生态敏感性，考虑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综合分析

全球变化背景下的环境要素特征与生态系统功能，

形成面向全球变化的生态功能区划方案; 综合分析

全球尺度碳固持、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等生态系统

服务特征，分析相互关系并进行区域集成，确定主要

生态系统服务的承载边界( Steffen et al． ，2015 ) ; 分

析各主要生态类型区在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的生态

系统服务提供能力，提出减缓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

的管理对策。

3 研究目标和预期效益

围绕关键科学问题，针对研究所涉及的 3 项主

要内容，本研究目标在于: 建立全球尺度主要生态系

统服务的评估方法; 阐明全球变化背景下主要生态

系统的变化规律及驱动机制; 揭示气候变化对生态

系统生产力与碳固持、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等生态系

统调节服务的影响机制和效应，形成图集; 发展全球生

态功能区划方法并提出适应全球气候变化的生态系

统管理对策。研究成果具有至少 4 个方面预期效益。

( 1) 研究成果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科学价值

全球变化通过改变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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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严重威胁了人类

的生存环境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了解全球变

化的基本事实、探讨全球变化的客观规律、预测全球

环境变化的未来趋势，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维

持和提高生态系统服务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研

究通过科学认知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双重影

响下的生态系统变化过程与机制，预测其变化趋势，

提出生态系统管理的有效策略，以维持人类生存和

持续发展的适宜环境。首先，开展面向服务的全球

生态系统分类是进行主要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基

础，客观分析全球生态系统类型、格局、质量、结构的

变化趋势及其驱动机制是进行有效管理的依据。其

次，碳固持、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是生态系统提供的

主要调节服务，发展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对于理

解服务的产生机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和适应性管

理具有重要科学意义。最后，基于上述结果进行的

全球生态功能区划是在全球尺度有效管理生态系统

以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对社会、生态系统综合可持续管理具有突出的空间

指引作用。

( 2) 研究成果对于提升我国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已成为全人类广泛关注

的焦点，世界各国的政治家、科学家和社会公众都在

为减缓全球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努力。全球变化

研究涉及国家根本利益，近 50 年来极端性天气频繁

出现，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经

济损失。妥善应对全球变化的挑战，需要从科学上

解决一系列的不确定性问题。世界各国已经或正在

投入巨大力量对全球气候变化开展深入研究，我国

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必须站在全球气候变化

研究的前沿，大力开展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研究。

本研究可以提升我国全球气候变化研究领域观测、

分析、模拟能力，取得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为国

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及国际气候谈判提供科学支

撑。比如可以通过增强陆地生态系统碳增汇能力，

有利于减少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研究陆地生

态系统碳源汇形成机制，探讨碳增汇途径，将发挥陆

地生态系统固碳的低成本特征，有效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相比于通过减少能源使用来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通过增加森林、农田和草原生态系统的固碳能

力，不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较低，而且对工

业、交通等产业部门的影响也较少。因此，本研究成

果有助于提升我国全球变化研究的竞争力和国际地

位，为 维 护 国 家 权 益、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 提 供 科 学

支撑。

( 3) 研究结果有助于保障我国自身生态安全

中国本身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沙漠化、生

物多样性减少等全国性生态问题依然严峻。开展生

态系统服务机理、评估方法与适应策略研究，阐明生

态系统结构 － 过程 － 服务功能及其与气候变化之间

的关系，对国家生态安全保障和重大生态保护与恢

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 4) 研究成果预期形成的高精度陆地生态系统

模型具有广泛的用途

在大量数据整合、实验综合观测和模拟实验基

础上，构建全球生态系统关键参数和输入变量数据

库，建立适用于全球、中国和区域尺度的耦合陆地生

态系统模型，将极大的提升全球和我国生态系统服

务模拟评估能力和准确预测能力，形成的生态系统

服务图集在农业生产、生态安全等领域带来可观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将成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

问题“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依据，显著提升我国在气

候变化谈判中的主动权和国际地位。

4 结 论

全球变化通过改变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显著

影响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严重威胁了人类

的生存环境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理解气候变

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机制和效应是减缓和适应

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本研究拟建立全球尺度主要

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方法; 阐明全球变化背景下主

要生态系统的变化规律及驱动机制; 揭示气候变化

对生态系统生产力与碳固持、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等

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的影响机制和效应，形成图集; 发

展全球生态功能区划方法并提出适应全球气候变化

的生态系统管理对策。研究结果对于我国减缓和适

应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提高国际学术影响力都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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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hange has greatly affected the supply of
global ecosystem services by changing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ecosystems，which has seriously threatened
the human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he social-economi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csuing on the scientific top-
ic of impacts and mechanisms of global change on eco-
system，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driving factors with
its driving mechanism of ecosystem change，identify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ecosys-
tem regulating service，and put forward the ecological
functional regionalization method and ecosystem man-
agement strategy to adapt global change． Three main
contents are included in the research． ① Ｒeveal the
impacts and mechanisms of global change on ecosyste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and driving mecha-
nism of the main ecosystems i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change over the past 30 years． ② Develop and improve
the multi-factor， multi-element coupling ecosystem
mechanism model，as well as the ecosystem services e-
valuation methods on global scale，to reveal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global change on ecosystem produc-
tivity，carbon fixation，water conservation and soil con-
servation． ③ On the basis of the former two steps，ana-
lyze he characteristic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the
functions and services of ecosystems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global change，form the ecological functional
regionalization plan for global change，and then put for-
ward adaptive management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future climate change scenario based on the capacity of
ecosystem services provision． The results would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mitigate and adapt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improve international aca-
demic influence．
Keywords: global change; carbon fixation; water con-
servation; soil retention; ecological functional regional-
ization


